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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游玩哪里去 庙会灯会等你来
2018 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过年
除了大口吃肉，还有什么？当然是逛逛逛
啦！今年就不要为过年去哪儿而发愁啦，
春节咱逛庙会去！豫民帮忙最新整理了
河南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庙会活动推荐
给大家，快来先睹为快！
1. 开封万岁山春节大庙会
时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
地址：开封市东京大道中段
推荐理由：中原地区最火爆庙会、国
内人气庙会之一
开封万岁山春节大庙会充分整合各
地优秀民俗资源，大力弘扬传统民俗文
化，在春节期间举行各种国内外游客喜闻
乐见的年文化活动，作为历年春节期间开
封旅游的龙头活动，庙会盛况受到众多央
级媒体争相报道，被媒体誉为“中原最超
值庙会、中国最具魅力庙会”。
2.周口太昊陵庙会
时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
地址：周口市淮阳县境内
推荐理由：宗教文化庙会
庙会期间各种各样的传统民俗娱乐
活动引人入胜，其中以杂耍、表演为最
多。与其他庙会相比，太昊陵庙会习俗中

有两个十分独特的地方。一是有“担经
挑”，也称“担花篮”的比较原始的祭祖悦
神的舞蹈。二是庙会期间，每天都可以看
到来太昊陵进香祭祖悦神求福的“经挑班
子”，这些“经挑班子”在太昊陵前载歌载
舞，吸引许多前来进香的游客驻足观看。
3.鹤壁浚县庙会
时间：正月初一至二月初二
地址：鹤壁市浚县境内
推荐理由：华北第一古庙会
浚县正月古庙会，每年从正月初一到
二月二，整整一个月时间，因它起会早、规
模大、会期长而被誉为华北第一古庙会。
人们来庙会上购民间艺术品、尝风味小
吃、观传统技艺表演等。新春正月逛庙
会、赏民俗成了庙会的主题，也成了城市
游人非常向往的快乐事情。
4.商丘火神台庙会
时间：正月初一至二月初二
地址：商丘市古城西南火星台村
推荐理由：商丘最为古老盛大的庙会
每年春节，商丘最热闹的地方数火神
台庙会，作为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和民俗文
化活动，具有其独特的影响力。商丘火神
台春节庙会文化积淀深厚,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庙会期间，各种文艺节目丰富多
彩，传统民俗节目更是叫绝。
5.平顶山中原大佛春节庙会
时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
地址：平顶山市鲁山县赵村乡上汤村
推荐理由：生动有趣的民俗庙会
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进行剪
纸、微雕、面塑、泥塑、皮影、吹糖人等数十
个非遗项目宣传展演。好看的相声、小
品、魔术、杂技，众多专业演出团体参与，
轮番登台，舞台上天天有惊喜。今年将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卖，新春祈福法
会、放生法会等活动。
6.洛阳关林庙会
时间：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十六
地址：洛阳市关林南街 2 号
推荐理由：集祭祀、歌舞、文娱、商贸
于一体
关林春节庙会是集祭祀、歌舞、文娱、
商贸于一体的中国传统民俗活动。庙会内
容以除夕祈福、助燃长明灯、安太岁法会、
迎财神、神树挂吉祥带、祈福表演、民俗曲
艺杂技表演、民间美食一条街等文化活动，
2018 年关林庙会将在历届庙会的基础上
进行不断创新，
呈现更多精彩看点。

7.漯河中原河上街庙会
时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
地址：开源景区河上街古镇
推荐理由：非遗传承表演
传统民俗文化，稀有民俗绝活，40 多
项非遗传承与表演。同时河上街“布衣
巷”小吃街春节正式开街，汇集南北风味，
精选全国各地特色美食。民俗演绎、魅力
灯展，这个新年，有味道！灯展、庙会均位
于市区泰山南路开源景区，交通便利，自
驾游的游客走宁洛高速，在漯河西下站，
距景区仅两公里路程。
8.三门峡 2018 陕州灯会
时间：腊月二十至正月二十九
地址：陕州地坑院
推荐理由：文化元素贯古通今
2018 陕州灯会布展面积 500 亩，布
设灯组 150 组。本届灯会利用先进的声
光电技术和新材料、新工艺，融入地坑院
独特建筑风格和天鹅之城、崤函风貌等元
素，推出“春回大地·幸福陕州”、
“淳风依
旧·文化陕州”、
“迎宾纳福·靓丽陕州”三
大灯组板块，用彩灯艺术讲述陕州故事、
突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主题，彰显
地方文化，营造梦幻仙境。
（小豫）

手写欠条、
微信聊天记录能当讨薪证据吗？
新春将至，不少农民工对向劳动监察
部门投诉欠薪时，应该提供哪些证据还存
在一些疑惑。被拖欠工资，没有签合同的
情况下怎么证明劳动关系？没有工资结
算单，手写欠条、微信聊天记录能当讨薪
证据吗？
1. 打了白条但找不到包工头怎么办？
去年 6 月到 9 月，24 岁的小崔师傅在
一建筑工地干活，本来是 10 月 14 日结
算，老板给包工头结了工程款，可是工资
却没有发到工人手里。小崔师傅说，工友
们拨打包工头电话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无奈之下，他和工友跑到包工头家里，并
说明情况。包工头家人说包工头已经好
久没回家了，让小崔师傅用家里的电话打
给包工头。电话通了，但一听到是小崔师
傅问工资的事，电话立即被挂断，再怎么
打也不接。

扶老

助残

辛辛苦苦干了 3 个月，除了已支付的
部分生活费，还有两万多元的工资没有结
算。小崔师傅说，当时也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自己手里如今唯一的证据就是包工头
签字按过手印的白条。
支招：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
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发出支付令。劳动者可向劳动监察部门
反映，先期介入调查确定劳动关系。由法
院通知欠条的法人主体，协助（农民工）到
工地所在区法院直接申请农民工工资支
付令。
2. 微信聊天记录、录音也可以作讨薪证
据吗？
贠女士去年在一火锅店工作了四个
月，其中有两个月近 6000 元的工资没有

济困

救孤

福彩之声
客服电话：
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商丘福彩召开
2018年工作会议

结算。以前工资是由店长直接发现金，但
是现在店面已经关了。她和工友找老板，
老板说已把工资给了店长，但店长说老板
给的钱是另外开店的，不是工资。讨薪到
底找谁，两边一直在“踢皮球”。
此外，贠女士手里只有考勤表，并没
有 工 资 结 算 单 ，自 己 算 的 工 资 是 5580
元。她曾经给劳动监察部门反映过，但缺
乏欠薪证据无法调查。最近她在跟店长
微信聊天时才得知店长那里有工资表，
“店长在微信里确认有我 5573 元工资没
发放，能算证据吗?”
支招：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没有工资结算单，微信聊天记
录、录音确认欠薪数目，都可以作为辅助
证明。公司关门歇业，怎么讨薪？最好先
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如果确实是店关门
歇业找不到人的，可申请劳动仲裁。

5.57%，超出省中心下达销售目标任务 3000 万元，完成目标率位
居全省第二，销售总量位居全省第 6，同比提升两个位次，实现了
“完成目标率和销售总量”晋位争优双突破。同时孙等利从围绕
一条主线、紧盯两个目标、抓好三大建设、推动四项创新、搞好五
大保障五个方面对2018 年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听取报告后，商丘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清军对市福利彩票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市福利彩票工作寄予厚望，他强调，要
深刻认识福利彩票新阶段新形势新特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切
实加强福彩机构建设，有效提高履职能力，树立公益形象，履行
社会责任。

2 月 11 日，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召
开 2018 年全市福利彩票工作会。商丘市民政局、市福彩发行中
心相关负责人，与全市 500 余名福彩投注站业主参加了此次会
议。
会上宣读了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表彰通报，并对优秀投
注站点、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优秀工作人员进行了表彰。随后，
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孙等利作了 2018 年工作报告。报告
指出，2017 年，商丘福利彩票发行工作围绕“晋位争优”工作目
标，突出站点转型工作主线，狠抓快开游戏培育工作重点，转变
观 念、锐 意 进 取 ，全 年 销 售 福 利 彩 票 2.9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济源福彩情暖静安养老院
2018 狗年春节来临之际，为践行福彩“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的宗旨，在济源市募捐办牵头组织下，副主任
杨辉带领福彩志愿者走进静安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送
去节日的慰问和祝福。
2 月11 日下午，济源福彩志愿者来到静安养老院，手
持扫帚、拖把、抹布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无死角卫生清洁，
让老人们拥有一个更加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一直都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
传统美德，济源福彩的志愿者们用行动来诠释“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此次活动，让静安养老院的老人们感受到“年味”的
到来，一位老人开心地说道：
“都是党的好政策，感谢济源
福彩的关心，让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舒心！”

有问必答

3. 没说不给钱，
一接电话就“哭穷”怎么办？
2015 年至 2016 年，贺师傅在西郊一
处工地干水电工，说包工头拖欠他两万元
工资。这两年电话倒是能打通，但是每次
打通了就
“哭穷”
，
说总包没有付完工程款，
他也没钱。贺师傅说，
“没有不接电话，也
没有说不还，
但就是拖着不给怎么办？
”
支招：为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一号文件规定，
“在
工程建设领域，施工总承包企业对所承包
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分包
企业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负直接
责任，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
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
所以，大家记住了，在缺少劳动合同，
没有工资结算单的情况下，以上这些都可
以当讨薪证据，以备调查。
（魏民）

一位新型农民的狗年期盼
□本报记者 董伦峰 通讯员 邵海华 朱朝星 乡村清洁家园”、
“ 人居环境整治”等活
动，希望今后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
岁 末 年 初 ，农 民 朋 友 都 有 哪 些 期 环境整治的投入，让河长制发挥作用，让
盼？近日，记者采访了尉氏县大马乡马 污染可控、垃圾减少、环境更好。
古岗村新型农民马根停。作为村里的科
三盼乡风文明。在我们农村既要传
技示范户、文明卫生户，身为村务监督 承保护发展乡村优秀农耕文明，也要培
员，他对国家政策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育引导农民树立现代价值观念和法治意
感触颇深，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四大新 识，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
年期盼——
明程度。我知道乡风文明无法速成，要
一盼产业更兴旺。现在国家对农业 靠久久为功去养成，这就需要挖掘农村
发展非常重视，我们这里实施了农业开 本土文化人才，鼓励引导各界人士投身
发、土地整治项目、花生倍增项目。作为 乡村文化建设，形成一股新的农村文化
种粮大户，我希望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农 建设的力量。
民把更多的土地大面积流转，实现规模
四盼家人身体健康。我有一双儿女
经营、科学生产，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正在上高中和大学，父母已 80 多岁，尽
实现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促进 管一家人都参加了合作医疗，看病住院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异军突起。
国家能报销，但医生技术再好、花钱再
二盼家园更美好。近年来，国家非 少，谁也不愿意经常往医院里跑。所以，
常重视生态环境发展，今年又提出了乡 我希望新的一年，我和家人身体健康、平
村振兴工程。我们这里还开展了“美丽 平安安。

手持
“轩辕通”
全省公交随意刷
□本报记者 樊蒙蒙 通讯员 郭伟峰

互联互通的省份，联通城市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我省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交
2 月 12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通一卡通二维码移动支付应用——“轩
“ 轩辕
悉，2 月 10 日，郑州市完成了城区内所有 辕通”手机 APP，除了扫码乘车，
公交车辆的机具改造，至此，河南全面完 通”手机 APP 还具备地图查询功能，用
成城市公交“一卡通”机具改造共两万多 户只需输入目的地，系统将自动规划优
台，18 个省辖市均实现了大范围应用， 选乘车方案，并可随时随地查询公交车
到达该站的距离和预估到站时间。
“轩
并率先在全国推出乘车扫码支付。
去年 9 月 30 日，我省“轩辕通”卡实 辕通”卡还将与银行合作，实现城市旅
现了与全国的互联互通，这是继江苏、 游、医疗、水电气、有线电视等领域代缴
吉林之后全国第三个所有省辖市实现 费服务。

帮您销售

驻马店市板桥镇

1 万棵树苗寻买主
近日，豫民帮忙接到驻马店市驿城
区板桥镇马冲村委盆窑村村民王坡的电
话，说他家有杨树、柏树、槐树等树苗共
1 万棵没有销路，希望豫民帮忙能帮助
他把树苗卖出去。
王坡说，临近春节，正是一家人团圆
高兴的日子，可前不久，自己的老母亲突
然生病住院，全家人的精力都放在了照

顾母亲身上，不仅如此，家中还有年幼的
孩子需要照顾，因此，这 1 万棵树苗一直
没有销路。目前，王坡家有杨树苗 7000
棵，柏树苗 2000 棵，槐树苗 600 棵，这些
树苗都是他精心种植的，品质优良，希望
有需要的朋友能与王坡联系。
联系电话：
13673003563
13575625703 （小寒）

平昌擎起中国荣耀
体彩助力冰雪中国梦
2月9日，
万众瞩目的第23届冬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韩国江原道平昌奥林
匹克体育场举行。运动员入场环节，作为
下届冬奥会的东道主，中国体育代表团赢
得现场35000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前方的是旗手
周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2014年索契
冬奥会，周洋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项目
上两次摘金，不但成为继王濛之后第二位
在冬奥会同一项目成功卫冕的中国运动
员，也打破了韩国短道速滑队对该项目长
久以来的垄断。平昌奥运周期，周洋伤病
缠身，直到 2017 年才正式恢复训练，即便
如此，她仍以“老大姐”
“中国短道速滑女队
领军人物”的身份征战在平昌冬奥会的赛
场上。在 2 月 10 日结束的女子短道速滑
3000 米接力赛中，周洋领衔的组合更是不
负众望，
以出色的成绩打破了冬奥会纪录。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高志丹说得
好，之所以选择周洋出任旗手，一方面因为
她为中国冰雪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
方面，也因为周洋在这个奥运周期克服了
年龄增大、伤病增多的困扰，坚持走到了平
昌，展示了中国运动员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的精神力量。
除了赛场上的运动员，周洋的另一个
身份是
“体彩人”
。
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开始，位于吉
林长春的第01064号体彩店曾是全长春乃
至全吉林的“冬奥中心”，经营这家体彩店
的，正是周洋的父母。因为身有残疾，周洋
的父母为了支持女儿的事业，做过很多工
作，直到2007 年，在吉林省、长春市两级体
彩中心的支持下，经营起了自己的体彩投
注站。二老苦心经营体彩投注站，周家生

活逐渐稳定了下来，才让周洋更加安心地
训练、比赛。2010年，
周洋成为吉林省体育
彩票的首位形象大使时，周洋的父亲周继
文曾动情地说：
“是体育彩票帮助全家人渡
过难关，也正是体育彩票让周洋与冠军结
缘。”如今，随着周洋的成名，周洋的父母已
经无须为生活奔波，但在周家人的心里，体
彩一直是无法忘怀的一节。
相比于夏季奥林匹克项目，冬奥会项
目在我国起步较晚，软硬件基础都比较薄
弱，想要尽快提高我国冰雪项目在全球范
围内的竞争力，充分利用好“举国体制”的
优势是不二的选择。在这方面，体彩公益
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1995 年
正式颁布的“奥运争光计划”，国家体育总
局每年都会拿出本级公益金的40%用于该
计划的实施，这些资金被广泛应用于运动
员训练比赛、出国集训和生活条件改善以
及体育场馆建设、青少年球员培养等方
面。随着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 年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体彩公益金势必
会在推动我国冰雪项目跨越式发展的过程
中，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诚如 2014 年索契冬奥会速度滑冰项
目女子 1000 米金牌得主张虹所说：
“正是
因为有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为我实现奥运
突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奥运金牌有体彩

的一半。
”
竞技体育之外，借2022年冬奥会的东
风，体彩公益金也在全民健身、三亿人上冰
雪等方面深耕、助力。
据北京市体彩中心公布的 2016 年体
彩公益金使用情况显示，当年共筹集体彩
公益金 8.04 亿元，其中用于体育部门的体
彩公益金为5.8亿元，其中4.35亿元用于群
众体育，占总数的75%，这中间的很大一部
分用于室外人工冰场的建设与运营和北京
2022年冬奥会相关群众冰雪活动项目。根
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冰雪运动
发展的意见（2016～2022 年）》，2022 年之
前，将新建市内滑冰场 16 座，50 片室外滑
冰场，30片嬉雪场地，引导800万市民参与
冰雪运动。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也在频繁上
演。想要把2022 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除了要寄望于我国
冰雪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外，还需要软
硬件的配合以及冰雪氛围、冰雪精神、冰雪
文化的营造。只有当更多人认识冰雪运
动、喜爱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我国才
能迈出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道路上
的关键一步，才能补齐冰雪项目的短板，才
能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林剑）

河南体彩“顶呱刮”万元以上大奖每周战报
（2018.2.5—2018.2.11）
河南体彩上周中出万元以上“顶呱 元）；发发发（面值 20 元）；十二生肖（面
刮”大奖共两个，其中：1万～5万元1个； 值10元）；冰雪极限（面值5元）。
5万～10万元1个。
体彩“顶呱刮”，刮出精彩生活！
目前热销票种：天降财神（面值 30
（河南体彩中心即开游戏部供稿）

